
长沙市创新创业新政含金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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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宇芬

未来5年，一场对科技创新创业的追捧
大戏，将在长沙上演。

10月15日，长沙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
《关于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加速转
型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到
2020年， 长沙将在不新增财政经费的前提
下，对科技经费投放进行大幅度调整，让创
新创业成为最耀眼的风向标。

改革投入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
从此次长沙的《意见》看，调整科技经费

投放方向，首先是改革财政科技投入机制。
只有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 才能让政

府科技资金投入更加有效。《意见》 首次明确
了对重大创新项目建设实行财政资金竞争性
安排机制，实行招投标、竞争性评选。提出打
破行政壁垒，整合财政资金，实现市、区（县
市）、园区、部门联动。

在资源配置上，《意见》突出了对人才资
源和仪器设备等科技资源的共享，既提高资
源利用率，又减少创新成本。

如高校、科研院所向科技型企业派遣科
研人员，按现有科技特派员政策予以支持。

如在汽车与零部件、工程机械、新材料
等领域建设一批公共检测平台。

如鼓励在长高校、科研院所以市场化运
作方式向社会开放仪器设备、科学数据、科
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对共享科技资源单位，
给予年度服务业绩额15%的补助，最高可达
100万元。对使用公共科技资源开展研发活
动的单位，根据其年度使用费用给予10%的
补助，最高可达30万元。

突出企业主体 提升创新能力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为着力解决高

新技术产业增长放缓、企业研发投入徘徊不前
的矛盾，《意见》加大了财政资金对高新技术企
业创新投入的引导和激励，一方面出台了系列
新措施，另一方面强化了原有的支持项目。

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引导资金，
对“双百”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科研经费投入
总量及其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排名前各
100名的企业）优先立项，并增加10万元科
技经费支持。

对市外高新技术企业在长新设立的科
技公司，首次明确可视同高新技术企业予以

支持。新增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
先进服务企业给予10万元支持。

新增对经认定的首台（套）产品给予保
费补贴，最高可达100万元，对使用、租赁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有10%补助。

同时， 对新获批的创新平台支持翻倍，
国家级创新平台给予200万元支持，省级平
台给予100万元支持。

而借鉴武汉经验而建设的工业技术研
究院，则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创新举
措。《意见》提出，依托高校和龙头企业，在工
业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条件成熟的技术领域
和产业，逐步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应
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为主的工业技术研究
院， 每成立一个由市政府固定出资3000至
5000万元， 所在开发区和行政区固定出资1
亿元至1.5亿元（含土地），所在高校和企业出
资1亿元左右。

政府舍得让利 加快成果转化
提升创新能力， 最终是为了实现科技成

果的产业化。分析成果转化的种种障碍，转化
链条不完备、 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是两大制
约因素。

难能可贵的是，《意见》创新了科技成果
处置权和收益权。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净收
益， 可按70%的比例归属成果完成人和团
队；对政府科研资助项目所形成的科技成果
转化的收益， 更是按政府出资比例归完成
人。这样的制度安排，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
更为灵活，政府让了利，高校院所、科研人
员、企业三方却能获利共赢。

产业孵化器也被高看一筹，支持力度翻
倍。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孵化器分别给
予200万元和100万元支持。并且，根据服务
绩效给予年度实际科技创新投入20%的补
助，最高可达100万元。

对新列入的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也首次明确给予100万元的项目资助。对经
备案的科技服务机构，可按照其促成的年度
技术合同交易额1%给予补助， 最高可达30
万元。

面对成果转化的高风险，《意见》还提出
新设市级科技风险补偿资金，对长沙科技型
企业创新活动的信贷、股权投资、担保、保险
等业务，实际发生损失的，按照本金部分最
终损失部分、代偿和赔偿部分的30%给予风
险补偿，最高可达200万元。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胡宇芬）推进科技创新创
业，长沙又一次走进了全省前列。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科技局获悉，长沙市刚刚出台了《关于强化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建设 加速转型创新发展的意见》，从深化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构建
创新创业完整的金融服务链等9个方面制订了33条措
施，成为未来5年长沙自主创新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据介绍，该《意见》的出台前后酝酿了4年，借鉴
了北京、武汉等城市的先进做法，在体制和机制方
面取得了许多突破。如建立财政资金竞争性安排机
制，对共性技术攻关、协同创新等重大创新项目建
设，实行招投标、竞争性评选；创新科技成果处置权
和收益权，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可按70%的
比例归属成果完成人和团队，对政府科研资助项目
所形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按政府出资比例归
完成人；对共建的协同创新机构、临时技术攻关团

队实行人才柔性流动管理，交流期间应保留人才在
原单位的技术职称及正常晋级晋岗。

在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方面，该《意见》也推出了多条举措。如设立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引导资金。特别是依托高校和龙头企业，在
工业机器人、 电子信息等条件成熟的技术领域和产
业，逐步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应用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为主的工业技术研究院， 每成立一个由市政
府固定出资3000万元至5000万元， 所在开发区和
行政区固定出资1亿元至1.5亿元（含土地）。

针对创新创业中的资金瓶颈问题，该《意见》从
拓宽融资渠道、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保险机制等方
面构建完整的金融服务链。包括设立市级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市级知识产权质押贴息资金、市级科技
风险补偿资金等，将受益金融机构和企业从长沙高
新区扩展到全市。

一、全省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单位
省委办公厅综合调研室党支部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
新化县城乡规划局党组
常德市国家税务局党组
永州市委组织部
南华大学党委
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党支部
耒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
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锦林社区党支部
武冈市地方税务局党组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党组
安化县政务和信息服务中心党组
湘西自治州纪委、监察局机关党委
桑植县卫生局党委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七队党委
浏阳市地方税务局党组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党支部
湖南西城实业集团党委
湘潭市文广新局党委
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党委
新田县大坪塘乡党委
麻阳苗族自治县司法局党组
郴州市苏仙区望仙镇和平村党支部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机关党委
省教育厅党组
益阳市教育局党组
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中心支行党委
泸溪县科学技术局党组

二、全省优秀学习载体
省社科联“湖湘大讲堂”
长沙市“微理论 微宣讲”系列活动
省直中心组大课堂
湖南理工学院“拇指课堂”
湘潭市昭山示范区“项目一线讲堂”
郴州市“书香满郴州”活动
石门县新铺乡“美丽乡村夜讲坛”
株洲市神农大讲坛
怀化市鹤城区“百科讲坛”

江华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验馆
益阳市赫山区青年干部读书会
湘西自治州科学技术协会科普网络书屋

三、全省党员学习明星
宁乡荣阳物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桂良
澧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副大队长杨道生
衡阳市委讲师团主任成新平
中科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站长汪思龙
邵东县史志办主任申喜平
沙坪建筑有限公司钢筋工班长董志平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九队总工程师曾志方
湘潭县中路铺镇党委书记李洪运
岳阳市君山区挂口社区民间发明家尹少斌
永顺县科学技术局科技情报所高级农艺师左孝荣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党工委书记廖永忠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院长周志宏

四、全省学以创业先锋
中南大学团委副书记、博士研究生金冠华
湖南大学2014届本科毕业生、 长沙子非鱼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啸宇
湖南汉青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满孜孜
新中合光电科技（保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长沙理工大学2014届本科毕业生、 湖南梦想起

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阿迪力·买买提吐热
长沙龙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虎
常德市闻湘月特色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英
临湘市羊楼司镇新屋村大学生村官李黎
沅江市理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理
湘潭市达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达闻
宜章县一六镇石街头村党支部书记李俊生
双峰县荷叶镇神冲村大学生村官刘小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木材科学与技术教研室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树仁集团
邵阳市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为确保此次评选活动公开、公正、公平，从2014

年10月16日至10月22日， 对入选名单进行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电话：0731-82216256、84588550）

中共湖南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2014年10月15日

长沙市正式出台未来5年自主创新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其力度之大开全省先河———

创新，引领发展方向标
长沙33条新政推进创新创业

·对重大创新项目建设实行招投标
·设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每个由政府出资1至2亿元

2014年度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五创四评”活动入选名单公示

对共享科技资源单位，给予年
度服务业绩额15%的补助， 最高可
达100万元。 对使用公共科技资源
开展研发活动的单位，根据其年度
使用费用给予10%的补助， 最高可
达30万元。

对“双百”高新技术企业（年度
科研经费投入总量及其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例排名前各100名的企
业）优先立项，并增加10万元科技
经费支持。

对新获批的创新平台支持翻
倍，国家级创新平台给予200万元
支持，省级平台给
予100万元支持。

设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每个由
政府出资1亿-2亿元。

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
可按70%的比例归属成果完成人
和团队； 对政府科研资助项目所
形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 ，更
是按政府出资比
例归完成人。

对长沙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
的信贷 、股权投资 、担保 、保险等
业务，实际发生损失的，按照本金
部分最终损失部分、 代偿和赔偿
部 分 的 30%给 予
风险补偿，最高可
达200万元。

教科文卫新观察

为推动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广泛、深
入、持久开展，经报省委领导同意，省委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宣传部2014年继
续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广泛开展“创
建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学校学习型党组织、企业
学习型党组织、社区学习型党组织、农村学习型
党组织和评选全省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单位、

优秀学习载体、党员学习明星、学以创业先锋”活
动（简称“五创四评”活动）。经各市州和系统推
荐，省委学习办组织评审，并报省委建设学习型
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宣传部同意， 产生
2014年度全省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单位、优秀
学习载体、党员学习明星、学以创业先锋，现将入
选名单予以公示：


